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本會宗旨: 關懷透析病患，提升透析品質，維護透析診所與病患的權益，  

                  協助政府制定相關醫療政策及推行健康保險制度。 

 

 

      

 

最新消息： 

 

 關於腎友在原洗腎診所看一般疾病診察費和輸血費，被北區健保署

核刪一案，協會發文溝通，得到回覆仍是「依審查醫師專業判斷」。

所以日後不應有全面核刪的情事發生，各地區若有這類問題，請與

協會吳專員聯繫，協會將全力幫忙處理。(回文如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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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日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會，有會員提出亞東醫院將擴洗腎室，

從 50床增加至 160 床，希望能勸阻醫學中心，應發展急重症而不

是大量做穩定慢性治療，目前協會正聯繫接洽中。 

5月 26日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區域研討會第三場活動成果(新北場)。 

 

 

 

 

 

 

 

(台大醫院 古世基 醫師 ) 

 

 

 

 

 

 

 

 

 

 

 ( 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 醫師) 

 

 

 

 

 



 

 

         

 

 

 104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區域座談暨研討會(桃園場次) 

誠摯邀請各院所醫師撥冗參加。(包含用餐及積分) 

報名方式：致電 035-313889吳專員/協會網站活動報名專區/Mail 

日期 :  2015 年 06 月 23 日（星期 二 ）   

時間 :  18 : 30 ~ 21 : 00 

地點 :  桃園尊爵飯店 ( 3 樓 翡翠廳 ) 

地址 :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 300 號                                                                                     

議程如下： 

Time Topic  Speaker 

18:20~18:30 Registration  ALL 

18:30 Opening / 用餐 鄭集鴻 醫師 

18:30~19:00 透析總額預算爭取概況 林元灝 醫師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理事長 鄭集鴻醫師) 

 

 

 

 

 (腎臟醫學會秘書長 林元灝 醫師) 

 

 

 

 

 (透析協會理事 鄭光榮 醫師) 

 

 

 

 



 

19:00~19:40 
Why CKD patients need 

pneumococcal vaccine  

新竹馬偕醫院 

        劉銘恩 醫師 

19:40~20:10 基層透析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鄭集鴻 醫師 

20:10~20:40 Discussion  全體與會人員 

20:40~21:00 Closing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台南學術研討會 6月 23日 (新增場次) 

 (包含用餐及積分) 

Time Events Speakers Moderators 

18:30~18:40 Opening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院長 

18:40~19:30 

Polysaccharide Conjugate 

Vaccine against 

Pneumococcal Pneumonia 

in Hemodialysis and High 

Risk Patients 

成大醫院 

 腎臟科 

吳安邦 醫師 

成大醫院 

 腎臟科 

曾進忠 醫師 

     親愛的醫師 鈞鑒 
 

肺炎鏈球菌本身容易感染的族群有包含慢性共病(CKD. Meta 等)另

外年齡也是危險因子之一，洗腎患者在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資料來看

也為肺炎鏈球菌感染的危險群之一，且洗腎的患者也是共病的患者之

一，所以此類患者須注意預防肺炎鏈球菌感染的重要性。 

誠摯地邀請您參與 6月 23日(二)於遠東香格里拉B2府城廳舉辦台南

基層透析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您的參與來達到提升醫療品質，共創

全民健康福祉。 

 

       期待您的蒞臨與指教！ 

                                                    敬祝  醫安                                                                                

時間: 6 月 23 日(星期二) ; 6:30pm ~8:30pm 
地點: 遠東香格里拉 B2 府城廳 
地址: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89 號 



 

19:30~19:40 Group Discussion ALL 

19:40~20:00 水汙染防治收費辦法座談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院長 

20:00~20:10 Closing remark 

顏大翔內科診所 

顏大翔 院長 

 

 為了讓社會更了解透析治療的價值，本協會特別舉辦透析徵文活

動，預將感人作品集結成冊印製發行，期能讓健保署官員、健保會

委員及社會大眾更了解基層透析醫療對社會及腎友的貢獻，誠摯的

邀請各院所會員及腎友們參與，並將訊息活動公告於院內。 

 

 為增加參與度，特別增加 500-1500 字篇幅文章，預入選 10篇

佳作，入選佳作協會將頒發 2000元稿費。 

 投稿皆贈送協會精美禮品一份。 

 截止日展延至 104/06/30。 

 

 
   

 

104年度基層透析協會舉辦全台基層院所徵文活動，凡與透析醫



 

療及透析生活相關事物、復歸職場皆可為文章題材。 

 

 徵文對象：腎友/腎友家屬/護理人員/醫師/透析相關人員 

 文章字數：1500-3000字 

 入選佳作獎勵：協會將頒發 5000元稿費 

 協會預錄取十篇佳作文章，特優作品將在報章媒體健康專欄製作專訪 

 

           投稿時間：104 / 04 / 07～104 / 06 / 30 截止   

投稿方式：e-mail/傳真/郵寄至協會 

主旨：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徵文活動 

信箱：dialysis98@gmail.com 

地址：300 新竹市中央路 128 號 

(郵寄請註明：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吳專員收) 

           傳真：03-5351719 

備註：姓名、聯絡方式、服務院所/所在院所。 

 

 

 

 基層透析協會網站 e-learning平台使用須知 

平台系統建置中，之後請有捐款一萬元的院所醫師及護理人員申

請帳號登入，帳號將使用個人身分證字號(積分送審核定為個人) 



 

協會網站將與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合作，架設線

上積分課程，針對已捐款院所之所有醫療同仁，提供免

費的線上課程服務，為顧及協會已捐款院所之權益，未

捐款之院所如有課程需求酌收個人 200元/堂。 

 

 

學術專欄： 

                               台北醫學大學 萬芳醫學中心 方德昭 教授  

                                         心力合診所  鄒居霖  醫師  

May pentoxifylline treatment increase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s in 

ESRD patients? 

Pentoxifylline 治療也許可增加末期腎臟病患者的血色素值? 

 

末期慢性腎臟病常出現嚴重性貧血，目前主要以紅血球生成素刺激劑

(Erythropoiesis-stimulating agent, ESA)治療腎性貧血和改善生活品質。除了 ESA 治

療外，臨床醫師有時會常規使用 pentoxifylline 治療，去改善腎性貧血。今年初 the 

Handling Erythropoietin Resistance With Oxpentifylline (HERO)研究團隊 [1]提出

pentoxifylline 治療末期慢性腎臟病患者的貧血，也許可增加血色素(hemoglobin)

值，但無法改善紅血球生成素刺激劑對造血反應不良(ESA resistance index)。 

這篇研究是 multicenter,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包含 53 位末期慢



 

性腎臟病患者，26 位病患每日服用 400mg pentoxifylline 達四個月，27 位病患是

對照組。作者指出兩組的 ESA resistance index 之差別未達顯著的差異 (-0.39 

[95%CI, -0.89 to 0.10]; P=0.1) ，這說明 pentoxifylline 治療無法改善 ESA 

hyporesponsiveness。進一步分析，pentoxifylline 治療會增加血色素濃度(0.76 gm/dl 

[95%CI, 0.17-1.35]; P=0.01)。然而，這研究的病患人數太少和血色素濃度改善只

有平均 0.76 gm/dL，並且沒有評估藥物的安全性，所以未來需更多研究來確認這

篇研究的結論。雖然 2012 KDIGO Guideline[2]指出 pentoxifylline 可作為輔助性治

療腎性貧血，但末期腎臟病患者易有腸胃道出血傾向，且目前藥物安全性和效

益性不明，所以不建議常規性使用。 

 

Reference: 

1. Johnson DW, Pascoe EM, Badve SV, Dalziel K, Cass A, Clarke P, Ferrari P, 

McDonald SP, Morrish AT, Pedagogos E, Perkovic V, Reidlinger D, Scaria A, Walker 

R, Vergara LA, Hawley CM; HERO Study Collaborative Group.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pentoxifylline on erythropoiesis-stimulating agent 

hyporesponsiveness in anemic patients with CKD: the Handling Erythropoietin 

Resistance With Oxpentifylline (HERO) trial. Am J Kidney Dis. 2015 

Jan;65(1):49-57. 

2. Kliger AS, Foley RN, Goldfarb DS, Goldstein SL, Johansen K, Singh A, Szczech L. 

KDOQI US commentary on the 2012 KDIG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Anemia 

in CKD. Am J Kidney Dis. 2013 Nov;62(5):849-59.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 醫師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Ｑ＆Ａ 

       

http://www.cdc.gov.tw/qa.aspx?treeid=5784355bfd011a1c&nowtreeid=9c730ccd265

bcef7 

 

Q: 什麼是冠狀病毒？ 

http://www.cdc.gov.tw/qa.aspx?treeid=5784355bfd011a1c&nowtreeid=9c730ccd265bcef7
http://www.cdc.gov.tw/qa.aspx?treeid=5784355bfd011a1c&nowtreeid=9c730ccd265bcef7


 

A: 人類冠狀病毒最早是在 1960年代被發現，外表有很多突起，看似皇冠的樣子，所以

被命名為冠狀病毒(coronavirus)。這類病毒會引起人類和脊椎動物的呼吸道疾病，

從輕微的症狀如普通感冒，到嚴重者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Q: 什麼是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A: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簡稱

MERS-CoV）於 2012 年 9 月首次從沙烏地阿拉伯一名嚴重肺炎病人的痰液中分離出

來。為單股 RNA病毒，屬於冠狀病毒科之 beta亞科。此病毒與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ARS)的冠狀病毒並不相同，其特性仍在研究中。 

Q: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的主要症狀為何？ 

A: 從目前的臨床資料顯示，大部分病患表現是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疾病，其症狀包括

發燒、咳嗽與呼吸急促等。也可能出現腹瀉等腸胃道症狀。感染者胸部 X光通常會

發現肺炎，部分病人則出現急性腎衰竭或敗血性休克等併發症。死亡率約達三成。 

Q: 人類如何感染 MERS？ 

A: 目前仍無法完全了解人類如何感染 MERS-CoV。部分確診個案中，病毒是經由人與人

密切接觸而傳染，例如家人、病人及醫護人員之間的傳播；近期院內感染的通報案

例有增加趨勢。而在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亦出現社區感染個案，但並未發現可能感

染源，這些個案可能是暴露於動物、人類或其他來源而被感染。 

Q: MERS 有傳染性嗎？ 

A: 有，但傳染是侷限性的。除非是密切接觸，例如照顧病人時沒有做好個人防護，否

則在一般情形下不易人傳人感染。目前有報告數起院內群聚感染，可能是因為醫院



 

感染控制措施不佳，導致人傳人的案例。目前為止尚未出現持續性社區內傳染的情

形。 

Q: MERS-CoV 的感染源為何？是蝙蝠、駱駝或是家畜？ 

A: 目前尚不清楚感染源。有報告指出在埃及、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駱駝體內分離出的

MERS-CoV病毒與確診病例分離出的病毒基因高度相似；並且發現非洲與中東地區的

駱駝體內有該病毒抗體。目前無法排除此病毒有其他傳染窩的可能性，為此曾經調

查山羊、牛、羊、水牛、天鵝，及野鳥等動物，但其病毒抗體結果皆為陰性。因此

根據目前研究，駱駝為最可能的潛在感染源。 

Q: 我們應該避免接觸駱駝或駱駝產品嗎？參觀農場、市場或駱駝相關活動安全嗎？ 

A: 任何人參觀各地農場、市場、養殖場或有動物的地方，都應該要做好基本衛生措施，

包含接觸動物前後經常洗手，或是避免接觸生病動物。食用生的或未煮熟的動物產

品，諸如生奶或生肉，皆有感染疾病的風險。一般動物製品經由適當的處理及烹調

後是可以安心食用的，惟須注意熟食與生食分開以避免交叉汙染。此時前往中東地

區應避免前往當地農場、接觸駱駝、生飲駱駝等動物奶或食用未煮熟的駱駝肉，以

降低受感染可能性。老年人或具糖尿病、慢性肺病、腎衰竭及免疫不全等慢性病族

群，更應謹慎做好適當防護措施。 

Q: 目前有疫苗可以預防嗎？要如何治療？ 

A: 沒有疫苗與特殊的治療方式。建議採症狀治療並給予支持性療法。 

Q: 醫療工作人員是高危險群嗎？ 

A: 是，目前已有醫療人員因照顧確定病例而受到感染的案例。由於症狀或臨床特徵可



 

能不明顯，無法早期經實驗室診斷確診 MERS-CoV病例，因此醫護人員照顧所有病人

皆應做好標準防護措施，尤其是照顧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應執行飛沫傳染防護

措施；照顧疑似 MERS-CoV病人時，應執行接觸防護與眼部防護；若有執行產生飛沫

微粒(aerosol)之醫療行為，則應做好空氣傳染防護措施。 

Q: 有什麼預防措施？ 

A: (一)欲赴中東地區的民眾，請提高警覺並注意個人衛生及手部清潔，同時儘量減少

至人群聚集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活動，或與有呼吸道症狀者密切接觸。此外應避免

前往當地農場、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動物奶，以降低受感染可能性。 

(二)自中東地區入境的民眾，若出現發燒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狀，應主動通報港埠檢

疫人員，並配合接受檢疫及後送就醫作業，進行採檢與醫學評估；返國 14天內，若

出現呼吸道症狀或有發燒症狀，則應配戴口罩儘速就醫治療，並主動告知醫護人員

旅遊史。 

Q: 世界衛生組織(WHO)如何因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A:      WHO 與臨床醫師及專家學者合作蒐集、分享疾病特性，決定風險等級及個

案管理等策略，並且與國際夥伴及發生疫情國家合作，訂出全球應變措施，包

含提供最新疫情資訊與風險評估、與發生疫情國家共同進行調查、召開科學會

議，以及研擬教育訓練、監測建議、實驗室診斷、感染控制及臨床個案管理等

相關指引文件。 

WHO 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HR）網絡收集科學性證據並提供給各會員國資訊，

且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是否為國際性公共衛生緊急重要事件。2013 年的四次緊急

會議及 2014 年 5 月 14 日第五次會議，決議認為目前無證據顯示此病毒出現持



 

續性人傳人的傳染方式，認定尚未成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惟因病例

持續增加，WHO 強烈建議各會員國須強化院感控制、進行病例對照、流行病學、

環境與動物學等研究、加強密切接觸者調查，以及研擬大型集會建議與國際合作。 

Q: 若我想了解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相關資訊，有什麼查詢管道？ 

A: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址：www.cdc.gov.tw；防疫專線：1922（提供疫情通報、

傳染病諮詢、防疫政策及措施宣導）。 

參考資料來源： 

FAQs on MERS-CoV – update 9 May 2014 

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faq/en/# 

IHR Emergency Committee concerning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http://www.who.int/ihr/ihr_ec_2013/en/index.html 

 

感謝會員熱情捐款，目前已累計 186家院所贊助，請未捐款院所，務必贊助。 

捐款名單如下： 

 

台北市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東成診所 弘德診所 

元林診所 東陽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承新診所 怡德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崇德診所 洪永祥診所 

杏心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慶如診所 康禾診所  

新北市     

仁暉診所 志豪診所 昕隆診所 仁謙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國城診所 
安庚內科 

診所(新莊) 

http://www.cdc.gov.tw/
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faq/en/
http://www.who.int/ihr/ihr_ec_2013/en/index.html


 

德澤診所 慧安診所 安新診所 家祥診所 佳晟診所 

廣泉診所 元福診所 仁美診所 佳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怡安診所 仁川診所 輝德診所 江生診所 

康全診所 禾安診所 逸安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安慧診所 桃安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大興維格聯合診所 

 安庚內科 

 診所(南崁) 
榮元診所     

新竹 

 
 

    

康健診所 新竹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新竹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宜蘭 

 
   

吳得中診所 陳文貴診所   傳康診所     

基隆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嘉恩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螺安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埔里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 

內科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順泰診所 迦美診所 人晟診所 佳屏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員美診所 

嘉義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宏醫診所 康明診所 正安診所 

台南 

 
   

風典聯合門診 懷仁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顏大翔 

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康健 

內兒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錫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義華 

內兒科診所 

杏和診所 佳新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太原診所 瑞東診所 大雅長安診所 

安新診所 中清診所 加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蔡精龍診所 晉安診所 合安診所 怡仁診所 

大順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佑全診所 佳福診所 

慶華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長新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佳醫診所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佳生診所 五福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佑強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健診所 芳民診所 高晟診所 

建安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吉泰內科診所 

好生診所 明港診所 田源診所 聖安診所 湖康診所 

 

 


